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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2012年第三季度報告

摘要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2012年第三季度財務報告乃根據中國會計準則編

製，且未經審計。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1)及13.09(2)條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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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其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報告所載資料不存在任何

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

連帶責任。

1.2 本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

1.3 本公司第三季度財務報告未經審計。

1.4 公司負責人董事長司獻民先生、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總經理譚萬庚先生、財務總監徐杰

波先生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財務部總經理盧宏業先生聲明：保證本季度報

告中財務報告的真實、完整。

§2 公司基本情況

2.1 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

末

上年度期

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減(%)

總資産(百萬元) 143,842 129,260       11.28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百萬元) 32,772 32,078 2.16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每股淨資産(元/股) 3.34 3.27           2.14

年初至報告期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減

(%)

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百萬元) 11,568 -0.87

每股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元/股)                  1.18 -0.87

報告期

（7－9

月）

年初至報

告期期末

（1－9 月）

本報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減(%)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百萬元) 2,216 2,665 -29.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7 -29.25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6 - 27.95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7 -29.25

加權平均淨資産收益率(%) 7.00 8.19 減少 3 個百分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平均淨資産收

益率(%)
   6.95 7.94 減少 2.8 個百分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單位:  百萬元 幣種: 人民幣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 年初至報告期期末（1－9 月）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15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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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項對稅務的影響 -28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28

合計 81

2.2 報告期末股東總人數及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戶） 275,898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流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有無限售條件流通

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

中國南方航空集團公司 4,021,150,000 人民幣普通股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750,207,298 境外上市外資股

南龍控股有限公司 1,033,650,000 境外上市外資股

安徽海螺創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176,6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中航鑫港擔保有限公司 159,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蕪湖瑞健投資諮詢有限公司 149,2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趙曉東 113,296,604 人民幣普通股

全國社保基金五零一組合 80,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太平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傳統－普通保險產品－

022L-CT001 滬
78,2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傳統－普通保險產

品－005L－CT001 滬
40,321,492

人民幣普通股

§3 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大幅度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適用 □不適用

3.1.1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末余额

上年度期

末余额
增减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其他流動資產       -     3,533 -100%
主要為 2012 年 1-9 月子公司收回

2011 年銀行理財產品投資所致。

短期借款    11,575     6,925 67% 
主要為 2012 年 1-9 月新增短期借款

所致。

應付融資租賃

款
   19,103 14,053 36% 

主要為 2012 年 1-9 月本集團以融資

租賃方式引進飛機增加所致。

3.1.2 合并利润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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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2012 年 7－9 月）

上年同期金额

（2011 年 7－9 月） 增减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財務費用

（收益以

“-”號填

列）

       518        -764 -168%

主要為本報告期內人

民幣對美元出現貶值

而上年同期人民幣對

美元升值導致。

投資收益        274         43 537% 

主要為本報告期內聯

營及合營公司淨利潤

增加所致。

營業外收入        198          321 -38%

主要由於本報告期處

置資產收益較上年同

期減少所致。

项目

年初至報告期末

金额（2012 年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期

末金额（2011 年 1

－9 月） 增减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財 務 費 用

（ 收 益 以

“ - ” 號 填

列）

   1,431 -1,499 -195%

主要為 2012 年 1-9 月

人民幣對美元出現貶

值而上年同期為人民

幣對美元升值導致。

投資收益       465          193 141% 

主要為 2012 年 1-9 月

聯營及合營公司淨利

潤增加所致。

3.1.3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項目

年初至報告期末

金额金額（2012 年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期

末金額（2011 年 1

－9 月）

增減比

例 變動主要原因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

有關的現金
1,073 718 49% 

主要為收到政府補貼增加

所致。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收

回的現金淨額

384 890 -57%

主要為 2012 年 1-9 月處置

飛機數量較上年同期減少

所致。

收到的其他與投資活

動有關的現金
3,726 20,097 -81%

主要為 2012 年 1-9 月子公

司銀行理財產品投資減少

所致。

支付的其他與投資活

動有關的現金
   - 20,962 -100%

主要為上年同期本公司子

公司購買銀行理財產品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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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24,754 12,940 91% 主要為新增借款增加所致。

子公司吸收少數股東

投資收到的現金
140 1,500 -91%

主要為上年同期子公司廈

門航空有限公司收到河北

航空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增

資款所致。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20,850 8,951 133% 

主要為 2012 年 1-9 月到期

借款及應付融資租賃款增

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

利息支付的現金
3,303 1,015 225% 

主要為本報告期內本公司

支付 2011 年普通股股利所

致。

3.2 重大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本公司董事會於 2012 年 6 月 11 日審議通過本公司向中國南方航空集團公司非公開發行股

票事宜，並於 2012 年 8 月 10 日經本公司 2012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本次發行

事宜正在進行中。

3.3 公司、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適用 □不適用

承諾事項 承諾內容 履行情況

股改承諾

（1）南航集團持有的南方航空股份自公司股權分

置改革方案實施之日起三十六個月內不上市交易

或轉讓；（2）將在南方航空 2007-2009 年度股東

大會上提議南方航空進行現金分紅並投贊成票，

以使南方航空 2007-2009 年平均每年現金分紅比

例不低於 50%， 即 2007-2009 年三年現金分紅總

額與該三年累計可供股東分配利潤總額之比不小

於 50%；（3）股權分置改革工作完成後，在遵循

國家相關法律法規要求的前提下，南航集團支持

南方航空制訂並實施管理層股權激勵制度。

以上承諾已履行。

發行時所作承諾

本公司控股股東南航集團的全資子公司南龍控股

於 2009 年 8 月 21 日認購本公司非公開發行的

721,150,000 股 H 股，並承諾自發行結束之日起十

二個月不進行轉讓。

以上承諾已履行。

其 他 對 公 司

中 小 股 東 所

作承諾

1、本公司與南航集團 1997 年 5 月 22 日簽訂《財

產賠償協定》，根據該協定南航集團同意就任何

質疑或幹預本公司使用向南航集團所租用的土

以上承諾正在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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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及建築物的權利而產生或導致任何損失或損

害向本公司做出賠償。

2、南航集團與本公司 1995 年為界定與分配南航

集團與本公司資產與負債於 1995 年 3 月 25 日簽

訂一份分立協定（該協定於 1997 年 5 月 22 日修

訂）。根據分立協定，南航集團與本公司同意就

有關南航集團與本公司根據分立協定持有或繼

承的業務、資產及負債而導致對方承擔的索

償、債務及費用等，向對方做出賠償。

3、在 2007 年 8 月 14 日本公司與南航集團的資

產買賣的關聯交易中，本公司購入的南航食品

公司有房屋建築物 8 項，合計建築面積 8,013.99

平方米；培訓中心房屋建築物 11 項，合計建築

面積 13,948.25 平方米，因各種客觀原因未辦理

房屋所有權證。對此，南航集團出具承諾函，

承諾：（1）上述權證由南航集團負責在 2008 年

底前辦理完畢；（2）辦證過程中發生的費用，

由南航集團承擔並支付；（3）南航集團對上述

兩項承諾事項願意承擔對本公司造成的一切損

失，包括但不限於：A、未取得權證對生產帶來

的損失，B、未取得權證所引起的潛在風險導致

的損失。由於南航集團在辦理過程中因種種原

因發生了延誤，致使上述權證的辦理工作在一

直未能完成。根據南航集團最近向本公司出具

的承諾函，南航集團承諾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完成辦理工作，並願意承擔因承諾事項對南

方航空造成的一切損失。

4、關於本公司與南航集團財務公司簽訂的《金

融服務框架協定》的相關承諾：

a、財務公司是依據《企業集團財務公司管理辦

法》等相關法規依法設立的企業集團財務公

司，主要為集團成員單位提供存貸款等財務管

理服務，相關資金僅在集團成員單位之間流動；

b、財務公司所有業務活動均遵照相關法律法規

的規定，運作情況良好，南方航空在財務公司

的相關存貸款業務具有安全性。在後續運營過

程中，財務公司將繼續按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規

定進行規範運作；

c、南方航空與財務公司的相關存貸款將繼續由

南方航空依照相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履行內部程式，進行自主決策，南航集團不幹

預南方航空的相關決策；

d、鑒於南方航空在資產、業務、人員、財務、

機構等方面均獨立于南航集團，南航集團將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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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充分尊重南方航空的經營自主權，不幹預南

方航空的日常商業運作。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爲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大幅度

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3.5 報告期內現金分紅政策的執行情況

本公司 2011 年度分紅派息方案為：向全體股東分派現金股利人民幣 1,963,513,400 元，按公

司總股本 9,817,567,000 股計算，每 10 股分配現金股利人民幣 2 元（含稅）。本公司 2011

年度利潤分配方案於 2012 年 7 月實施完畢。

承董事會命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謝兵及劉巍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司獻民、王全華及袁新安、執行董事譚萬庚、

張子芳、徐杰波和陳振友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貢華章、魏錦才、寧向東及劉長樂。


